
 
甲部：堂會資料 （請核對／更新／提供 貴堂會各項資料。）        問卷編號: QC 

A. 堂會基本資料（此部份資料會刊載於互聯網上，方便各界人士查閱） 核對及更新 （請用正楷填寫有關資料。） 

堂會名稱 (全名)                            編號：   

  中： 正確 更新：                                      

  英： 正確 更新： 

                                       

堂會類別（註）：A / B / C  （請圈取其中一個） 

註：   1堂會類別 A: 為一所獨立堂會。 

2堂會類別 B: 與另外一所堂會具有某種組織關係聯繫著，如姊妹堂會。 

3堂會類別 C: 與另外兩所或以上之堂會具有某種組織關係聯繫著，如組織上均屬某宗派或總會， 

或彼此為姊妹堂會。 

正確 更新： 

 

 

 

所屬宗派／總會名稱 (全名) 只適用於“堂會類別 B”及“堂會類別 C”之堂會  

  中：  正確 更新：                                      

  英： 正確 更新： 

                                       

教會電話： (1)     (2) 正確 更新： 

教會傳真：  正確 更新： 

教會聚會地址                             所屬地區： 正確 更新：                                       

 中： 正確 更新：                                       

 英：  正確 更新：                                       

 

教會通訊地址  

 中： 正確 更新：                                       

 英：  正確 更新：                                       

 

教會電子郵箱： 正確 更新： 

教會網址： 正確 更新： 

是否為合法舉行婚禮及註冊之場地：是／否（請圈取其中一個） 正確 更新： 

堂主任／負責之教牧 (姓名及稱謂)  (職銜)   

中： 中： 正確 更新：        正確 更新：        

英： 英： 正確 更新： 正確 更新： 

 
甲部頁一                   請轉往下頁 甲部頁一        請轉往下頁 



甲部：堂會資料 （請核對／更新／提供 貴堂會各項資料。）        問卷編號: QC 

B. 堂會概況（此部份資料不會刊載於互聯網上） 核對及更新 （請用正楷填寫有關資料。） 

貴堂會開始崇拜聚會年份是：   正確 更新： 

貴堂會成立的源起： 

來自 1宗派 

 2堂會 

 3差會 

 4基督教機構 

 5教育／社會服務機構 

 6某位／一群熱心的基督徒 

7其他（請註明：   ） 

正確 更新： 

 

 

 

貴堂會的主要崇拜（包括任何年齡人士之崇拜）地點是：（請選擇其一） 

1自置 
2使用宗派或堂會屬下機構的地方（如學校、社會服務中心等） 
3租／借非宗派或堂會屬下機構的地方（如學校、社團、社區中心、機構等） 
4租用（如住宅、商業樓宇、酒店、大會堂等） 

5其他場所（請註明：                   ） 

正確 更新： 

貴堂會主要崇拜（包括任何年齡人士之崇拜）地點的屋宇類別是屬於：（請選擇其一） 
1獨立座堂 

2商業樓宇 

3住宅樓宇（包括商住兩用樓宇） 
4學校場地 
5社會福利服務場所 
6工業樓宇／工貿大廈 

7其他場所（如酒店、大會堂、公園等）請註明：                                    

正確 更新： 

貴堂會是否設有差傳部門／差關小組？ 

0沒有  1有 

正確 更新：                                       

貴堂會的常設差傳／宣教事工範疇包括 （可選擇多項）： 

1 海外事工 

1 內地事工 

1 本地（跨文化）事工 

正確 更新：                                       

貴堂會有否提供無障礙通道（可供輪椅使用直達崇拜場地）？ 

0沒有  1有 

正確 更新： 

 

甲部完         請轉往乙部 



 

「2019 香港教會普查」－堂會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 

乙部：調查內容 

A. 堂會概況（這部份為全部調查項目） 

1. 貴堂會每周崇拜聚會類別、舉行次數及平均出席人數：（包括所有不同語言和年齡，每周平均

總出席人數以 2019年3月份 之平均數字計算） 

崇拜類別 

每周主日 每周一至周五 每周六 

每周 

舉行次數 

每周平均 

總出席人數 

每周 

舉行次數 

每周平均 

總出席人數 

每周 

舉行次數 

每周平均 

總出席人數 

主要／大堂崇拜 

（包括任何年齡人士） 

 人  人  人 

兒童崇拜  人  人  人 

青少年崇拜  人  人  人 

長者崇拜  人  人  人 

其它（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 

 人  人  人 

 

2. 貴堂會（不包括其它分堂和堂點）每周的各堂崇拜（包括任何年齡人士）中，使用粵語、普通

話、英語、其它地方方言和手語的崇拜（包括傳譯）的每周平均總出席人數： 

崇拜類別 

（按使用語言分類，包括傳譯） 

每周平均總出席人數 

（以 2019年3月份 之平均數字計算） 

粵語  

普通話  

英語  

粵語及普通話  

粵語及英語  

普通話及英語  

粵語及潮州語  

粵語及手語  

其他語言組合（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堂會各類聚會之每周平均總出席人數：（每周平均總出席人數以 2019年3月份 之平均數字計算） 

聚會或活動類別 
每周平均總出席人數 

15歲或以上 15歲以下 

主日學╱聖經教導課程   

培育╱培訓課程   

團契／小組   

祈禱會   

 

乙部頁一                   請轉往下頁 



 

4. 請填寫下列人數：（若堂會不設有該類別者，請選「不適用」） 

會眾類別 15歲或以上 15歲以下 

a. 名冊會友人數（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 

註：在教會會友名錄上有登記之會友數字 

    人 

N不適用 

    人 

N不適用 

b. 居港會友人數（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 

註：居住於本港，與教會有聯絡之會友數字 

    人 

N不適用 

    人 

N不適用 

c. 出席崇拜人數（以2019年3月份平均數字計算） 

註：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人 

 

    人 

N不適用 

d. 領聖餐人數（以2019年3月份首次聖餐聚會合計） 

註：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人 

N不適用 

    人 

N不適用 

 

5. 貴堂會過去3年（2016年至2018年）受洗及轉會（只計轉入）人數：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受洗 人 人 人 

轉會（只計轉入） 人 人 人 

6. 貴堂會的會眾（一般穩定出席崇拜聚會之所有年齡人士）性別比例為： 

 男 女 合計 

會眾人數 % % (100%) 

7. 貴堂會的會眾年齡分佈為（可填寫人數或百分率）： 

年齡 15歲以下 15-24歲 25-44歲 45-64歲 65歲或以上 總人數 

1人數       

或 務請填寫 

2百分率      100% 

 

8. 貴堂會的經費來源是：（可選多項） 

 1 信徒奉獻 

 1 服務收入 （如借堂等） 

 1 儲備／ 投資 

 1 物業 ／租金收入 

1 需要母會／總會／差會支持 

 

9. 貴堂會過去兩個財政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信徒奉獻之間的比較 

1 去年的（2018年度）比前年的（2017年度）有所增加 

2 去年的（2018年度）比前年的（2017年度）有所減少 

3 去年的（2018年度）與前年的（2017年度）保持不變 

 

（此項之總和應與第1題之出席崇拜合計人數相同） 

乙部頁二                   請轉往下頁 



 

10. 貴堂會過去五個財政年度整體收支情況 

年度 

全年收支＊狀況 

收支平衡 出現盈餘 出現不敷 

2014－2015 1 2 3 

2015－2016 1 2 3 

2016－2017 1 2 3 

2017－2018 1 2 3 

2018－2019 1 2 3 

＊全年收入包括所有收入來源，如會友奉獻、利息收入、宗派資助及其它收入等； 

全年支出包括所有支出項目、如薪津、堂會內部運用及對外奉獻等。 
 

11. 貴堂會的支出分配：（以 2019年3月份計算） 

同工薪酬開支 

(包括所有現任受薪同工) 

設備及樓宇相關開支 

(如正、副堂、辦公堂按揭供款及租金等) 

事工及其他經費 

（如差傳及對外奉獻等） 

合計 

%  %  %  100% 
 

12. 貴堂會過去兩年對外奉獻：（不包括向本身宗派／聯會所作的捐獻或會費等） 

年度 2017－2018 2018－2019 

佔全年總收入％ ％ ％ 
 

13. 貴堂會的現任同工數目為：（請填寫下列人數，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 

同工類別 

現有人數 期望增添人數 

受薪 義務 受薪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女 

不限 全時間 部份時間 全時間 部份時間 

A. 顧問牧師 

 

 

         

B1. 堂主任 : 牧師          

B2. 堂主任 : 傳道／宣教師／會吏          

B3. 堂主任 : 長執          

C. 牧師          

D. 傳道／宣教師／會吏          

E. 傳道幹事／福音幹事／宣教幹事          

F. 行政同工／幹事／助理          

G. 堂役／工友／保安          

H. 實習神學生          

I. 其它（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貴堂會現任受薪＊教牧同工之在職年期為：（請填寫下列人數，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 

＊教牧同工包括主任牧師、堂主任、牧師及傳道／宣教師／會吏。（註：應與第18題B-D項之數目相同） 

教牧同工之在職年期 少於1年 1至2年 2年以上 至 6年 6年以上 至 10年 10年以上 

男 人 人 人 人 人 

女 人 人 人 人 人 
 

乙部頁三                   請轉往下頁 



 

15. 貴堂會於過去五年間（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
＊
教牧同工轉職情況是： 

＊教牧同工包括主任牧師、堂主任、牧師及傳道／宣教師／會吏。 

過去五年間教牧同工轉職情況 離職 調職（由總會調派） 退休 離世 

男 人 人 人 人 

女 人 人 人 人 
 

16(a). 貴堂會堂主任的年齡範圍：（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 

0 沒有堂主任（請跳答至 17 題） 

1 40歲或以下 2 41-50歲 3 51-60歲 4 61-65歲 5 65歲以上 
 

16(b). 貴堂會堂主任的退休計劃安排如何？ 

1  堂主任短期內不會退休 

2  已有確實的接班人以接替即將退休的堂主任，來自內部栽培 
3  已有確實的接班人以接替即將退休的堂主任，來自外部招聘 
4  未有確實的接班人以接替即將退休的堂主任 
 

 

17. 貴堂會於 2018-19年度共有多少名會友全時間進修神學？ 

類別 本地就讀 海外就讀 堂會訓練 

男 人 人 人 

女 人 人 人 

 
18. 貴堂會現時有多少位清楚蒙召預備作專職宣教士（跨文化）的會友？ 

0沒有 
1有   多少位？ ________位 

2不知道 
 
19. 貴堂會的核心領袖 （非受薪義工，如長執、堂委、值理、區牧及區導師部長等）年齡分佈為： 

年齡 34歲以下 35-44歲 45-64歲 65歲或以上 總人數 

人數      
 

20. 貴堂會的所有參與事奉人手（包括以上核心領袖）約有多少人？ 

約___________人 
 

21. 貴堂會過去五年間（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曾否植堂？ 

0 沒有 （請跳答至 23題） 

1 有  多少間？     間 
 

22. 貴堂會過去五年間（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所植堂會／堂點的名稱、植堂年份和植堂時差派

的人數。 

所植堂會／堂點的名稱 植堂年份 
植堂時差派

的人數 
現時的人數 

有否在第1題

計算 

     

     

     

乙部頁四                   請轉往下頁 



 

23. 貴堂會未來五年間（2019年4月至2024年3月）的植堂計劃： 

1 不會計劃 

2 未有計劃 

3 計劃中，未有決定 

4 有計劃    多少間？     間  
 

24. 貴堂會過去五年間（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曾否擴堂： 

0 沒有 

1 有    哪種形式？ （可選多項） 

1 搬遷更大場地 

1 重建 

1 購買新的聚會場地 

1 其它（請註明）：     

 

25. 貴堂會在未來三年（2019年4月至2022年3月）有否擴堂的計劃？ 

0沒有 

1有 
 

26(a). 貴堂會有沒有殘障／行動不便／特殊學習需要(SEN)人士參與崇拜聚會？ 

0沒有（請跳答至27題） 

1有  共多少位？     人 

哪一類的人士？ （可選多項，並請在該項列出人數） 

 1行動不便       （   人） 

1肢體傷殘／肢體殘疾(PD)    （   人） 

1視覺受損／視覺障礙(VI)    （   人） 

1聽覺受損／聽覺障礙(HI)    （   人） 

1言語障礙／溝通障礙(CD)    （   人） 

1智障／智力障礙(ID)     （   人） 

1自閉症(ASD)      （   人） 

1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ADHD)   （   人） 

1情緒行為問題(EBD)     （   人） 

1特殊學習障礙(SLD)     （   人） 

1精神病        （   人） 

1其它（請註明）：   （   人） 
 

26(b). 貴堂會有否為上述殘障／行動不便／特殊學習需要(SEN)人士提供特別支援（如聚會、事工或

照顧等）？ 

0沒有 

1有（請註明支援類型）：   ________________ 
 

27. 貴堂會的會眾，有否＊新來港人士？ 

0沒有 

 1有    多少位？      位 

*「新來港人士」是指從內地來港居住未足七年之人士。 

乙部頁五                   請轉往下頁 



 

28. 貴堂會過去三年（2016年4月至2019年3月）有否與地區堂會事工合作？ 

0沒有 

1有  哪一類的事工合作？ （可選多項） 

 1培靈 

1佈道 

1培訓 

1差傳 

1社關（包括救災） 

1祈禱 

1扶貧 

1兒童事工 

1青少年事工 

1長者事工 

1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29. 貴堂會過去三年（2016年4月至2019年3月）有沒有教牧同工參與跨宗派的地區網絡／教牧團

契？ 

0沒有 

1間中（參與一半聚會以下） 

2經常（參與一半聚會或以上） 

 

 

30(a). 貴堂會過去三年（2016年4月至2019年3月）有否與內地教會交流？ 

0沒有（請跳答至31題） 

1有   哪些形式的交流？（可選多項） 

1訪問交流 

1事工合作  事工類別包括？ （可選多項） 

1培訓／神學教育 
1佈道 
1建堂 
1慈惠／救災 

1其它（請註明）:  

 
 

30(b). 貴堂會過去一年（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與內地教會交流合作，對比2017年度 

1次數有所增加 

2次數保持不變 

3次數有所減少 

4交流暫時停頓 

乙部頁六                   請轉往下頁 



 

 
31. 貴堂會目前發展的最主要困難與挑戰在哪方面？（不多於三項） 

A. 地方不足／不理想 

B. 信徒事奉人手不足／未能委身 

C. 經費不足 

D. 教牧同工人手不足 

E.    青少年事工 

F.    缺乏信徒領袖／領袖承擔不足 

G. 年齡斷層 

H. 領袖／事奉人員培訓 

I.    佈道事工 

J.    信徒靈命成長 

K. 堂會未達合一／溝通不足 

L.    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最主要困難與挑戰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全卷完，多謝合作！── 

 

乙部頁七                       全卷完 

<填寫人資料> 
填寫人姓名：            事奉崗位：      

日間聯絡電話：            傳真：      

備註：                      

填寫日期:              

 多謝閣下協助填寫問卷。填寫人資料只供核對問卷資料之用。 

 我們在有需要時，才與填寫人聯絡，以諮詢核對有關資料。 

 


